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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东彝族自治县 2019 年统筹整合

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县委、县人民政府《关于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意见》，动员全县社会力量、整合各类资源，紧紧

抓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这个工作重心，根据《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

意见》（国办发〔2016〕22号）、《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

资金试点方案〉的通知》（云厅字〔2016〕20号）精神，结

合《景东县脱贫攻坚三年行动计划》，精确瞄准建档立卡贫

困村和贫困对象，集中财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制定本实

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基本方略，改革财政涉农资金管理使用机制，围绕突出问题，

以扶贫攻坚任务为目标，以脱贫规划为引领，统筹整合使用

各行业、各级次、各渠道财政涉农资金，撬动金融资本和社

会帮扶资金投入扶贫开发，形成“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

水”的扶贫投入新格局，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资金使用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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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度，确保全面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二、统筹目标

聚焦全县贫困人口，以“人脱贫、村出列、县摘帽”和持

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目标，集中安排使用纳入统筹整合使

用范围的财政涉农资金，做到精细化管理、精确化配置、精

准化扶持，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保障脱贫攻坚资金需求。

按照“两不愁三保障”和贫困退出“6105”标准，精准使用财政

涉农资金，确保完成 2019年 77个贫困村出列、净脱贫 6600

人（计划脱贫 8500 人）人贫困人口脱贫任务和全县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发展等脱贫重点项目。

2019年，我县脱贫目标是：

（一）净脱贫 6600 人（计划脱贫 8500 人）贫困人口实

现脱贫。贫困户有稳定收入来源，人均可支配收入稳定超过

国家扶贫标准，实现“两不愁、三保障”。

（二）贫困村退出 77 个。

花山镇：芦山村委会、秀龙村委会、文岔村委会、淇海

村委会、文岗村委会、文明村委会、卜勺村委会；

大街镇：塘坊村委会、平地村委会、勺么村委会、气力

村委会、三营村委会、大街村委会、文山村委会；

太忠镇：王家村委会、嘎仰村委会、大起育村委会、叶

家坡村委会、麦地村委会、大柏村委会、大松树村委会；

龙街乡：小村村委会、新平村委会、戈瓦村委会、多依

树村委会、和哨村委会、南岸村委会、东山村委会、竹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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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垭口村委会；

文龙镇：勐涝村委会、下伟村委会、中山村委会、帮崴

村委会、瓦伟村委会、义昌村委会、帮迈村委会、龙街村委

会、三岔河村委会、文录村委会、会良河村委会；

安定镇：芹河村委会、旧村村委会、迤仓村委会、青云

村委会、沙拉村委会、古德村委会；

漫湾镇：昔掌村委会、五里村委会、文冒村委会、保甸

村委会、温竹村委会；

林街乡：清河村委会、林街村委会、龙洞村委会、丁帕

村委会、万龙村委会、岩头村委会、箐头村委会；

景福镇：金鸡林村委会、鲁家村委会、公平村委会；

大朝山东镇：长发村委会、榨房村委会、苍文村委会、

大驮村委会、大村村委会、菖蒲地村委会、芹菜塘村委会、

文玉村委会、曼崩村委会；

锦屏镇：龙树村委会、菜户河村委会、新民村委会、利

月村委会、磨腊村委会；

文井镇：新龙村委会 77个退出贫困村有序退出。村内

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和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基本农

田和农田水利等设施水平明显提高，特色产业基本形成，集

体经济有一定规模，社区管理能力不断增强。

三、基本原则

——坚持重点突出、规划引领的原则。统筹整合使用财

政涉农资金要紧紧围绕打赢扶贫攻坚战，以脱贫攻坚规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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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以脱贫成效为导向，区分轻重缓急，稳步推进，分类

实施，编制统筹整合使用涉农资金年度项目计划，引导财政

涉农资金的精准统筹整合，确保统筹整合涉农资金精准投入，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坚持分工明确、协调配合的原则。实行以规划引领

项目，以项目引导整合，以整合带动实施的工作思路，建立

健全统筹整合涉农资金支持脱贫攻坚协调工作机制，明确各

涉农部门统筹整合职责，夯实工作责任，加强沟通协作，形

成强有力的协调配合良性互动工作机制。

——坚持精准使用、绩效导向的原则。按照“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基本原则，确保资金精准使用，推动建立县级整合、

部门主管、乡镇落实的整合模式，严格规范管理整合资金，

加快构建综合绩效考评体系，高标准、高配置、高效率管理

使用好整合资金。

四、保障机制

（一）强化统筹整合组织保障

调整设立景东县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领导小组，由县

长胡其武担任组长，相关县政府领导任副组长，各相关部门

为成员单位，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实施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工作，研究确定整合项目总体规划、审查确定年度项目实施

计划及申报等重大事项。

（二）合理划分项目职责分工

项目主管部门负责对方案中规划的项目进行资金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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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任务分解，负责对乡镇实施的项目进行日常监督和过程管

理，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组织整改，并将相关问题线索及时反

馈纪检监察部门；项目责任部门（乡镇）负责在县委、县政

府和项目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实施项目，确保项目如期保质完

成，负责收集、整理、完善、管理项目基础资料，对提供资

料、凭证的完整性、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

（三）建立综合绩效考评体系

进一步完善综合绩效考核评价制度和结果运用体系。县

人民政府对各乡镇、各涉农部门的涉农项目资金整合情况、

脱贫攻坚情况实行综合绩效考核，根据行业部门制定的行业

考核指标，对实际开展的项目按照行业分类，确定项目适用

指标，结合日常考评情况，开展综合评价。加大督查督办力

度，定期进行通报，严格年度考核。对整合工作不力、整合

成效差的单位将视其情节对相关责任单位负责人进行问责，

确保全县涉农项目资金整合工作落到实处、不走过场。

（四）加大整合信息公开力度

各有关部门应通过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等多种媒体渠

道将涉农资金政策文件、管理制度、资金分配、工作进度等

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实施扶贫项目部门及乡镇要打通公示

“最后一公里”，将统筹整合使用的涉农资金来源、用途和项

目建设等情况公示到村，接受社会监督，实现统筹整合财政

涉农资金阳光透明。

（五）加强纪律约束，严格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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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以两办督查室、纪委监委为主的执纪问责机制。明

确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和乡镇是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

金工作的关键部门，各单位和乡镇必须从讲政治、讲大局、

讲规矩、讲纪律的高度，全力服从和服务于统筹整合工作。

两办督查室要把精力集中到对整合方案的推进落实上，

对凡是工作推动不到位、资金整合不及时、项目推进不得力

的，要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启动问责，情节严重

的，将相关线索移交县纪委监委。

县纪委监委要强化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积极受理扶

贫领域违纪、违规问题线索，上下联动、左右协调，切实做

好问题线索排查移送受理，及时受理审计、信访和职能部门

督查、稽查、检查、抽查等发现的扶贫领域纪律作风问题线

索。及时梳理分析移送受理的问题线索，按照先查先办、快

查快处、严查严处的要求，及时查处扶贫领域对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对拒不执行或擅自改变整合方案决策部署，责任

落实不力、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弄虚作假、虚报冒领

吃拿卡要、优亲厚友，挪用、侵占、套取、骗取脱贫项目专

项资金等违纪违规行为的纪委监委要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

责任。

五、资金投入

按照国办发〔2016〕22号文件和云厅字〔2016〕20 号

文件要求，继续深入开展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试点。涉农资金

整合范围为中央、省、市文件明确可以纳入整合范围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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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专项资金，包括整合跨部门、跨行业性质和用途相近的

涉农资金。

我县 2019年计划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32826.5万元（已到

位资金 18523.29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2702.47万元，

省级财政资金 5820.82万元）。经过县扶贫办、县财政局认真

梳理建议从以下资金渠道解决：

1.整合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4825 万元（普财整合

〔2018〕12号）；

2.整合中央水利发展资金 25万元（普财整合〔2018〕14

号）；

3.整合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540万元（普财整合〔2019〕1

号）；

4.整合林业改革资金 320.42万元（普财整合〔2018〕15

号）；

5.整合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用于一般公路建设项目

资金（支持农村公路部分）项目资金 1687万元（普财整合

〔2018〕11号）；

6.整合中央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5226.05 万元（普财

整合〔2019〕1号）；

7.整合中央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对农民的直

接补贴除外）59万元（普财整合〔2019〕1号）；

8.整合中央旅游发展基金 20万元（普财整合〔2018〕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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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整合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2123 万元（普财整合

〔2019〕2号）；

10.整合省级统筹整合涉农项目资金 3697.82万元（普财

整合〔2019〕3号）。

六、项目规划

本方案项目规划总投资 32826.5万元，资金投向主要用

于：一是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总投资 19797.6万元；二是产

业发展，计划总投资 11799.6万元；三是“其他”项目，雨露

计划 1229.3万元。

（一）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1.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资金规模：1687万元。

实施地点：在全县 9个乡镇 29个村实施。

建设任务：建设 241公里安全防护工程。

绩效目标：完成安全防护工程 241公里，预计解决 4.6

万人出行安全问题，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和项目村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打下良好的基础。

进度计划：2019年 12月底前完成建设

管理部门：县交通运输局

责任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

2.农村危房改造

资金规模：15287.6万元（2018年 4937.6万元，2019年

103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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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地点：全县 165个有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行政村。

建设任务：完成全县 2018 年 10371 户，其中：修缮加

固 6840户，拆除重建 3531户；2019年 4500户，其中：修

缮加固 2700户，拆除重建 1800户，共 14871户贫困危房户

的危房改造工作。

绩效目标：实施好贫困户的危房改造工作，可使 14871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住房安全得到保障。

进度计划：2019年 5月底前全部完成建设

管理部门：县住建局

责任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

3.村民小组活动场所建设

资金规模：2823万元 。

实施地点：全县 158个村（其中：贫困村 108个 622个

村民小组）941个有贫困退出任务村民小组活动场所建设项

目点。

建设任务：完成全县 941个党员 10 以上或人口 200人

以上村民小组活动场所建设工作。

绩效目标：景东县 2019年计划脱贫摘帽，根据现行脱

贫摘帽标准，需解决 941个有脱贫任务村民小组活动场所建

设，通过项目建设，改变贫困村基础文化设施缺乏的现状，

使项目村及周边村群众茶余饭后有活动场所，丰富群众的文

化生活，加快农村信息传播和精神文化交流。

进度计划：2019年 5月底前全部完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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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县委组织部

责任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

（二）农业农村产业发展

1.种养殖业到户项目

资金规模：1287万元。

实施地点：8个乡镇 76个贫困村。

建设任务：完成全县 2574 户未享受产业项目贫困户发

展产业，其中：资产收益扶贫 590户、养牛 578户、养猪 501

户、养羊 42户、养鸡 32户、种植烤烟 177户、茶叶提质增

效 284户、核桃提质增效 275户、种植蚕桑 32 户、种植中

草药 50户、种植蔬菜 13户。

绩效目标：通过发展种植业、养殖业、资产收益，既增

加了贫困群众的收入，同时提高了群众发展生产脱贫的积极

性和内生动力，确保脱贫成效稳定持续。

进度计划：2019年 12月底前全部完成建设

管理部门：县农科局

责任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

2.新型经营主体、能人大户奖补

资金规模：1500万元。

建设地点：在全县带动贫困户脱贫新型经营主体实施。

建设任务：按照新型经营主体带动贫困村、贫困人口减

贫成效进行奖补。

绩效目标：通过对新型经营主体奖补政策，实现贫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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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到产业链条当中，增加贫困户的收入。

进度计划：2019年 12月底前全部完成支出

管理部门：县农科局

责任部门：县农科局

3.资产收益扶贫项目

资金规模：1453.7万元。

实施地点：10个乡镇 130个村。

建设任务：完成全县 2908 户已脱贫收入低贫困户发展

产业。

绩效目标：通过资产收益，既增加了贫困群众的收入，

同时提高了群众发展生产脱贫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确保脱

贫成效稳定持续。

进度计划：2019年 12月底前全部完成建设

管理部门：县农科局

责任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

4.冬农开发项目

资金规模：500万元。

实施地点：全县 13个乡镇 110个贫困村。

建设任务：完成全县 10000亩水晶豌豆及马铃薯等经济

作物种植。

绩效目标：通过发展种植业，既增加了贫困群众的收入，

同时提高了群众发展生产脱贫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确保脱

贫成效稳定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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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计划：2019年 10月底前全部完成建设

管理部门：县农科局

责任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

5.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

资金规模：330万元。

建设地点：由县级存入农商行，作为小额信贷风险补偿

金。

建设任务：按照文件要求议，满足农商行开展业务需要。

绩效目标：通过设立风险补偿金，实现有贷款意愿建档

立卡贫困户愿贷尽贷，用于发展产业增收。

进度计划：2019年 3月完成风险补偿金注入

管理部门：县扶贫办

责任部门：县扶贫办

6.小额信贷贴息金

资金规模：1805万元

建设地点：全县 13个乡镇 165个有贫困人口村

建设任务：计划小额信贷规模 38000万元，按照 4.75%

贴息。

绩效目标：实现有贷款意愿建档立卡贫困户愿贷尽贷，

用于发展产业增收。

进度计划：2019年 12月完成贷款贴息

管理部门：县扶贫办

责任部门：县扶贫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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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开展技能培训

资金规模：575.21万元。

实施地点：全县有技能培训需求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建设任务：对全县有技能培训需求的 18496人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开展建筑、种养殖实用技术等培训。

绩效目标：通过技能培训，使 18496人贫困人口受益，

解决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向沿海发达城市转移就

业，增加贫困户收入。

进度计划：2019年 4月启动，12月底前全部完成。

管理部门：县人社局

责任部门：县人社局

8.旅游产业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资金规模：20万元。

建设地点：景福镇岔河村大寨子。

建设任务：建设旅游厕所 1个。

绩效目标：改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促进贫困群众增收，

打造乡村旅游名片。

进度计划：2019年 12月底前全部完成建设

管理部门：县文体局

责任部门：景福镇人民政府

9光伏扶贫项目

资金规模：1344万元。

实施地点：全县 50个 2019年计划脱贫摘帽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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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通过资金补助，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体量。

绩效目标：确保 50 个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脱贫摘帽

考核标准，壮大村集体经济规模，同时带动 500户贫困户增

加收入。

进度计划：2019年 10月底前完成投入计划

管理部门：县扶贫办

责任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

10.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项目

资金规模：800万元。

实施地点：漫湾镇漫湾村、文冒村、昔掌村。

建设任务：防渗衬砌渠道 4条，防渗衬砌长度 7.34公里，

渠系建筑物 34座；新建田间水池 67 个，总容积 3550 立方

米；铺设管网 229.62公里。

绩效目标：受益人口 6200人，受益灌溉面积 1.38万亩，

其中改善灌溉面积 0.26万亩，新增有效灌溉面积 1.12万亩。

新增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211.92万公斤，基本解决项目区灌溉

用水问题，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提供保障。

进度计划：2019年 5月底前全部完成建设

管理部门：县水务局

责任部门：县水务局

11.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建设项目

资金规模：1539万元。

实施地点：全县 10个乡镇 37个贫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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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输水管网 929.4公里、水池 183个、净水设

备 188台。

绩效目标：解决 37个贫困村 6.5万贫困群众安全饮水问

题；提高了农民生活质量。清洁、安全的饮用水保障了农民

远离疾病，促进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进度计划：2019年 8月底前全部完成建设

管理部门：县水务局

责任部门：县水务局

12.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资金规模：645.69万元。

实施地点：2个乡 2个行政村。

建设任务：完成土地平整 234.5公顷，沟渠 43条 21015.8

米，生产道路 38条 23978.2米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绩效目标：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农产品产量，增

加农民收入。

进度计划：2019年 10月前竣工

管理部门：县国土局

责任部门：县国土局

13.雨露计划项目

资金规模：1229.3万元。

实施地点：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就读中专、职中、

技校或高职教育贫困学生家庭。

建设任务：2018年补助 1164人、2019年补助 27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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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目标：解决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就读中专、职中、

技校或高职教育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进度计划：2019年 12月底前完成

管理部门：县扶贫办

责任部门：县教育局

附件：1.景东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方案基本情况表

2.景东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汇总表

3.景东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使用安排脱贫攻

坚项目表

景东彝族自治县财政局 景东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2019年 3月 10日


